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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读

本报讯 （记者 黄乔）你知道吗？
万一不幸身患重病，你可申请因病提前
退休。11月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人
社局获悉，今年，市人社局、市财政局等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调整完善全市企
业职工和个人参保人员因病或非因工负
伤劳动能力鉴定工作机制有关事宜的通
知》，对全市企业职工和以个人身份参加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因病或非因
工负伤劳动能力鉴定工作作出规范，维
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什么是病鉴？

据介绍，我市企业职工和以个人身

份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因
病或非因工负伤，其病、伤情在国家规
定的医疗期满或医疗期终结时，对其身
体器官缺损或功能损失程度做出的鉴
定被称为病鉴。

若鉴定结论达到完全丧失劳动能
力者，可申请因病提前退休。

哪些人可申请？

随单位参加职工养老的企业职工和
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参保人
员，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含视同缴
费年限）满15年及以上，且病、伤情处于
相对稳定状态（精神病、癌症及瘫痪等特

殊病患者除外）可按规定申请病鉴。

需要哪些资料？

1、《重庆市因病或非因工负伤劳动
能力鉴定申请表》。

2、被鉴定人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
近期一寸彩色照片1张。

3、被鉴定人患病或受伤的病史资
料（其中精神病患者须提供 3 年以上、
癫痫病患者须提供 2 年以上的系统治
疗病历资料），病史资料需加盖医院的
鲜章和骑缝章。

4、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怎样申请？

随单位参保的，由本人向用人单位
提出病鉴申请，经单位审核后，本单位将
被鉴定人情况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
的，由用人单位向养老保险参保所在地
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申请；个
人身份参保人员向养老保险参保所在地
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申请。

另外，病鉴时，鉴定费和检查费由
申请者承担。根据市物价局、市财政局
相关规定，职工因病退休（职）劳动能力
鉴定收费标准为每人次400元，若需做
特殊检查，费用由医院按规定收取。

重庆出台文件规范病鉴工作
身患重病者可申请因病提前退休

11月3日，由新华网、壹天文化、时
光幻象和渝中区政府共同主办的2018
科幻高峰论坛暨第九届全球华语科幻
星云奖颁奖典礼，在重庆雾都宾馆举
行。活动现场，刘慈欣等80余位华语
科幻界的著名华人科幻作家和科幻活
动家，以主题演讲和圆桌对话等形式，
讨论了中国科幻产业的发展。

刘慈欣被称为中国科幻文学界的
代表作家。2015年，他凭借科幻小说
《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文坛最高荣誉雨
果奖，这是中国人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在活动间隙，刘慈欣接受了重庆日报记
者的采访。

即将公映的两部电影都
改编自他的小说

据了解，《流浪地球》和《疯狂的外
星人》两部科幻电影都预计在2019年
大年初一公映，两部电影都改编自刘慈
欣的小说。

电影是否会忠实于原著呢？
刘慈欣表示，好的科幻电影的标准

不在于是否忠实于原著，而在于电影是
否好看、受到各界好评。“科幻小说和科
幻电影是两种不同的形式，电影完全忠
实于原著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美国就有
失败的例子，比如《安德的游戏》。”他
说，作者应该对改编持宽容态度，因为
科幻电影的导演、制片人受到的制约和
面临的困难相当多。

据介绍，《流浪地球》是中国第一部
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电影，这部电影是否
会受到观众青睐，刘慈欣心中较为忐
忑。他说，科幻电影关心的问题是全人
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果受到中国观众
欢迎，也会得到外国观众喜爱。“我相信
中国的科幻电影有望在世界上占据重
要地位，只不过这中间会经历不少曲
折，中国科幻电影将大有可为。”

希望出现更多科普类
科幻文学

《三体》将科学和想象结合，深受读
者喜爱。“我对这部作品满意。写好的
作品就是泼出去的水，我不会对出版的

作品进行修改，因为它们已经属于读者
了。”刘慈欣说。

刘慈欣介绍，中国目前的科幻文学
和以往的科幻文学差别很大。上世纪

50至80年代，中国的科幻文学绝大多数
属于科普类，但如今的科幻文学已经基
本上不具备科普功能。“科普类科幻文学
在科幻文学中几乎消失了。”刘慈欣说，

希望出现更多科普类科幻文学，让更多
年龄段的读者感受科幻文学的魅力。

刘慈欣还认为，作为小说的一个种
类，科幻小说既要遵循小说的评价标
准，也要有自己的评价标准。“科幻小说
是内容的文学，不是形式的文学。在科
幻小说范畴内，讲什么比怎么讲更重
要。”他说，科幻小说的作者大多出自理
工科，小说应该加强文学性。

科幻产业发展任重道远

据介绍，在科幻产业发展方面，包
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该产
业的实力和影响力均比较微弱。“中国
的科幻产业远远没有达到黄金时代。”
刘慈欣笑称。

刘慈欣表示，目前，中国有影响力
的科幻作家和作品都较少，读者规模也
较为有限。此外，科幻周边产业如科幻
园区、科幻周边产品在中国也基本上处
于空白。

“虽然科幻产业发展任重道远，但科
幻作为文化、商业符号、思维方式，已经
逐渐地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他说。

“中国科幻电影将大有可为”
——访著名科幻作家、科幻小说《三体》作者刘慈欣

本报记者 赵迎昭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1月3
日，重庆大学举行2019届毕业生双选
会。全国共有400余家企事业单位参
加此次双选会，机械制造、航天航空、医
药类人才需求量大，房地产行业相关岗
位数略有下降。

据了解，2019 年重庆大学有约
10800名毕业生（含本、硕、博）。“本次
双选会共有400余家参会单位，涉及制
造业、航空航天、金融业、建筑业、电力
等多个行业。”重庆大学就业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每年重庆大学举办的毕业
生双选会均向全市高校学生开放，原本
有900多家企事业单位报名参加此次
双选会，学校根据重庆市产业发展的重

点和重庆各大高校的专业情况，最终确
定了400多家单位参加此次招聘。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机械
制造、航天航空、医药类人才需求量
大。比如重庆中车四方所科技有限公
司今年招聘的人数比去年增加了约1/3，

“随着全国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公司
业务量也在增长，因此无论研发、工艺
等环节招聘的人数都在增加。”重庆华

邦制药有限公司由于在水土高新园新
建了生产基地，因此招聘计划也从去年
的80余人增加到今年的100余人。不
过，从现场统计情况看，土木、建筑等与
房地产行业相关的招聘岗位数，与以前
相比略有下降。

值得注意的还有，此次前往重庆大
学双选会招聘的企业约1/3是重庆企
业。“这一比例较往年有大幅度提高。”

重庆大学就业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重庆人才需求量很大，因此为给大学
生留渝工作创造更多的机会，学校邀请
了不少重庆企业来校参加双选会。此
外，在行业、企业的筛选上，学校也倾向
于国防军工、先进制造业、人工智能等
重点行业或战略型新兴产业，以引导毕
业生到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要领域
去建功立业。

重庆大学举行2019届毕业生双选会

机械制造、航天航空、医药类人才需求量大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1
月3日，2018长江三峡（巫山）国
际越野赛在重庆市巫山县鸣枪起
跑，700余名越野选手云集，展开
激烈角逐。

据了解，本次赛事由重庆市体
育局、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巫山县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重庆乐视体育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承办。
本次比赛的赛道首次横跨巫峡南
北两岸，融入神女峰、文峰观、望天
坪、长江大桥等三峡景观和巫山地

标性景点。为了给予参赛者更好
的参赛体验，本次组委会不仅在赛
道中设立了更多的补给点，还提供
了诸如土豆饭等巫山特色美食，帮
助选手顺利完成比赛。

据悉，本次越野跑设100公
里组、50公里组、25公里组三个
组别。其中，100公里的比赛为
今年首设。所有完赛选手不仅
可以获得精美的完赛奖牌，还可
获得IRTA（国际越野跑协会）积
分认证。

2018长江三峡（巫山）国际越野赛开跑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1月3
日，作为2018重庆（国际）影像文化节
的系列活动之一，由重庆日报、渝中区
政府共同举办的“拾城·白沙”摄影展在
渝中区淳辉阁开展。10名来自“拾城”
联盟的摄影师，用镜头展示出江津白沙
古镇独特的历史和文化。

清晨的渡轮、历史悠久的聚奎中
学、身着礼服的新人、驴溪酒厂酿酒的
工人们……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由中国首个城市纪实摄影师联盟“拾
城”的10名摄影师创作的这些作品，用
独特的镜头语言记录下白沙镇厚重的
人文历史和浓浓的生活气息。

据介绍，此次展出的近百幅照片是
从“拾城”联盟10名摄影师上万幅作品
中精心挑选而出的，不仅有摄影师在江
津白沙创作的作品，还有他们拍摄北
京、上海、武汉、嘉兴等地的优秀作品，
比如故宫的秋、长江大桥下冬泳的人、
夜幕下的猫等。展览将展至12月3日，
观众可前往免费参观。

“拾城·白沙”摄影展举行

哈利·波特图书的编译者来渝与读者交流
➡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哈利·波特系列图书无疑是美好的童年回

忆。但你可知道哈利·波特如何来到中国么？11月3日，著名翻译家、中文
版哈利·波特系列图书的译者马爱农和丛书责任编辑王瑞琴做客重庆沙坪
坝书城，与读者交流哈利·波特系列图书背后的故事。（记者 黄琪奥）

土耳其官员称遇害记者遭“溶尸”
➡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官员、总统埃尔多安的顾问亚辛·阿

克塔伊2日告诉土耳其《自由报》，“根据我们掌握的最新信息”，卡舒吉
的尸体“不仅遭肢解，他们还以溶解方式销毁尸体”，以“确保毁尸灭
迹”。肢解尸体的原因是“更容易溶解”。 （据新华社）

美国宣布重启对伊朗能源和银行等领域制裁
➡美国政府2日宣布，将于本月5日重启对伊朗能源和银行等领域

制裁。这是美国今年5月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后重启的第二
批对伊制裁，届时美国将全面恢复因伊核协议而解除的对伊制裁。

（据新华社）

本报讯 （记者 吴刚）根
据国家税务总局和公安部的联
合公告，即日起，纳税人在包括
重庆在内的 4 个省市办理车辆
购置税纳税业务时，税务机关不
再打印、发放纸质车辆购置税完
税证明。

重庆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局已升级完善车辆购置税网
上申报缴纳系统，通过后台数据交
换，能将车辆购置税电子完税信息
传递给车管所等交通管理部门。
凭此，不用到税务部门办理。前往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车辆
登记手续，不需向其提交纸质车辆

购置税完税证明。
纳税人该如何操作呢？重庆

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需要先
登录重庆市网上税务局，通过“特
殊申报业务”菜单快捷进入车购税
申报界面，勾选车辆登记地和发票
代码，输入8位发票号码，后续流
程全部由系统自动带出，纳税人核
对无误后可直接进行缴税。未注
册重庆市网上税务局的纳税人，可
以在网上税务局首页直接点击“车
购税快捷申报”按钮，无需注册登
录，填写并提交购车人主要信息及
发票号码后，快捷进入后续申报缴
纳流程。

重庆试点车辆购置税电子完税证明

纳税人可网上缴纳车辆购置税

本报讯 （记者 曾立）重庆
日报记者昨日从重庆航空公司获
悉，重庆—宜春航线已正式开通。
江西省宜春市政府针对重庆市民
推出特别优惠，凡今年11、12月乘
坐该航班前往宜春的重庆市民，不
仅可免费泡温泉，还可享宜春市内
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据悉，这次开通的直飞航线，
由重庆航空公司执飞，每周三班，飞
行时间为1小时50分钟。重庆—宜
春 往 返 航 班 号 为 OQ2037/8
（CZ8037/8），该航班11∶45从重
庆起飞，13∶35到达宜春；回程20∶05
从宜春起飞，22∶00抵达重庆，每

周二、四、六执飞。
以前，重庆市民坐飞机到宜春

需要转机，最快也需要7个多小时的
时间，很不方便。如今，重庆—宜春
直飞航线开通，将两地的空间距离
缩短到2小时内。

为庆祝航线开通，宜春市政府
推出特别优惠，凡乘坐该航班从重
庆到宜春的旅客，凭身份证和登机
牌，可在宜春明月山机场领取温汤
旅游度假区免费温泉票一张。同
时，重庆旅客到宜春市内景区（包
括5A级景区明月山）游玩，同样可
凭身份证和登机牌，享受门票半价
优惠。

重 庆 — 宜 春 航 线 开 通
市民可享宜春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刘慈欣 耿骏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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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第九届重庆市“红领巾之声”系列活动之“十佳红领巾小
记者”评选活动总决赛在南岸区举行。

“红领巾之声”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团市委、市教委等单位
联合发起，其子活动“十佳红领巾小记者、十佳红领巾小主持人”评选活
动，已成为重庆市少先队文化战线的重要品牌。本次活动于今年6月启
动，有近千人报名，最终评选出60名红领巾小记者、60名红领巾小主持
人参加昨日的总决赛。 记者 罗斌 匡丽娜 摄影报道

“十佳红领巾小记者”出炉

重庆斯威主场1比1憾平泰达
➡11月3日，在重庆奥体中心举行的中超第28轮比赛中，重庆斯威1

比1憾平天津泰达，保级形势依然难言乐观。重庆斯威目前排在积分榜第
14位。11月7日，重庆斯威将主场迎战广州恒大。 （记者 黄琪奥）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11月3
日，2018科幻高峰论坛暨第九届全球
华语科幻星云奖颁奖典礼在渝举行。
80余位著名华人科幻作家、科幻活动
家共聚一堂，探讨科幻产业的发展历程
和前景。

在昨天上午的高峰论坛活动中，
浙江大学教授、科普作家王立铭，创新

工场 CTO 兼 AI 工程院副院长王咏
刚，腾讯AI Lab自然语言处理中心
专家、研究员宋彦分别作了《生命是什
么》《人工智能——科幻与科技的真实
边界》《自然语言处理与科幻文学》的
主题演讲。刘慈欣等科幻作家进行了
《后人类PK机器智能》《守望科幻产业
黄金时代》两场圆桌对话，现场观众反

响热烈。
星云奖颁奖典礼在昨天下午举

行。据了解，该奖项始于2010年，此前
已在北京、成都、太原举办了8届。这
一奖项不仅已成为检阅华语科幻创作
的标杆，还是观察华人想象力和创造力
的窗口。

据介绍，本届星云奖共设置 10
个奖项。江波的《机器之门》获得长
篇科幻小说金奖，中篇科幻小说金
奖由陈楸帆的《怪物同学会》夺得，
宝树的《成都往事》获短篇科幻小说
金奖。

2018科幻高峰论坛在渝举行
第九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揭晓

兰海高速发生交通事故 多人死伤
➡3日晚，兰海高速公路兰州南收费站发生交通事故。据介绍，目

前已有14人死亡。据现场救援人员介绍，3日19时21分，兰海高速兰州
南收费站一辆重型卡车失控，撞向正在等待缴费的一排车辆。目前已有
14人死亡，34人受伤。新华社记者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据记者观察，现
场有31辆车发生碰撞。 （据新华社）


